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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青年、築夢臺中 

光復新村、審計新村青創基地  

111年度暑期(7-8月)實習徵選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的 

鄰近馬路卻獨出一格的「審計新村」，便是在這片將近半世紀歷史的老宿舍，審計新村

是臺中市第三批臺灣省政府宿舍群之一，省府時期審計處的員工眷舍，凍省之後成了閒置

空間荒廢多年，面積雖然只有 0.52 公頃，但所處地點就在臺中勤美綠園道附近，因此更

是顯示出審計新村的獨特性，老舊的建築充滿了時代痕跡。  

「光復新村」是一個充滿舊式及具有台灣歷史的社區，曾為省政府教育廳、衛生處、

印刷廠員工的眷屬宿舍，是摘星計畫中單元數最多、腹地最大的基地，以「影視」、「視

覺藝術創作」、「文化創意」及「餐飲」為主，創業內容有以種子果實、陶瓷、皮革等作

成各式文創商品的小店，也有影展資訊的平台等。 

為了能夠將台灣藝術、技藝、文創精神及技術持續傳承，發揚光大，本主辦單位規劃

暑期學生實習活動，提供國內大專院校學生技能體驗與校外實習的機會。透過技能交流的

模式，讓學生藉由個人專長及服務換取學習的經驗，此活動協助學生提早進入相關領域的

職場中，學習專業技能，並在服務期間取得實習證明。 

誠摯邀請喜歡文創、技藝、藝術文化的國內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本次活動(不分科系)。

希望透過不同背景的視野與文化，交流迸發出絢爛的火花，更希望透過熱情的經驗分享，

渲染更多的學生瞭解西區審計新村、霧峰光復新村最創新、在地、特殊的文化景象。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勞工局創業服務平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 

協辦單位：陶慈多肉工作坊、河神幼兒藝術工坊、茶境天使、米子泥研、咖啡地方、咕

嚕手作室、跳舞的酒香、Daz.work、甜園本舖、Good form、PULP 泥研植物所、yu jhen

的繪圖小町、魯西歐咖啡、Carol 皮革手作、吾革事、巷弄、森多。 

 

叁、徵求對象與人數 

       對文創、技藝、藝術文化有興趣，具備設計、文書、行銷企劃等個人專長及服務能

力之國內大專院校學生共 29名。 

 

 

http://www.tcdrea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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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日期與地點 

1. 日 期：111年 7月 1日 (五) 至 8月 31日 (三) 。 

2. 地 點：西區審計新村、霧峰光復新村。 

伍、實習規劃 

1. 學生的權利及義務 

(1) 體驗實習 

活動期間可體驗商品 DIY、彩繪、手作、攝影等專業能力，並與現場工作人員

面對面交流互動，了解產業技能、特色等相關內容。 

(2) 工作服務實習 

於駐點廠商實際服務學習，親身體驗營運管理、櫃台接待、行銷活動、日常門

面設計等店面經營。 

(3) 獲選之學生，需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以便協助本活動之相關宣傳。 

(4) 實習期間提供 120~360小時以上的個人服務 (含學習時間)。依照工作內容需

求，廠商可徵求學生之專業貢獻。時數細節由獲選學生與媒合廠商溝通雙方

議定後認定。 

(5) 實習期間，每周需提供 2-5張照片＋至少 50字心得至主辦單位的 LINE群組

社團，作為實習紀錄及提供授權給主辦單位廣宣使用。 

(6) 本計畫不包含學生至駐點廠商的交通與食宿費用，學生需自行負擔。廠商不

支薪，保險需由實習學生自屬的學校辦理。 

(7) 實習期間應遵循「勞工局創業服務平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

心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8) 特別注意事項：各校因實習辦法不同，為能夠確實掌握學生實習狀況，實習

學生應找到至少一位實習導師，實習導師應為實習生系上教師，並依據各系

所之規定辦理下列工作：實習期間可前往實習場域訪視、成績登錄、時數認

可、學生保險辦理…等，以及其他系上規定之實習實施辦法。本中心將頒發

實習導師感謝狀以茲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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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習媒合說明會報名方式與徵選流程 

1. 實習媒合說明會報名受理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5月 8 日 (日)下午 17點截止。 

2. 報名方式與徵選流程： 

(1) 填寫以下網址之報名表單 (請務必填寫) https://reurl.cc/e6NZ4j  

(2) 實習媒合說明會時間: 

審計新村: 

111年 5 月 13日(五)下午 2點至 5點 

光復新村: 

第一場: 111年 5月 15日(日) 上午 10點至 12點半 

第二場: 111年 5月 16日(一) 下午 1點半至 5點。 

(3) 說明會的時程表如下: 

審計新村場 

時間 事項 地點 備註 

14:00  報到 西區審計新村(另行

通知集合位置) 

繳交報名表、個資同

意書與實習老師同意

書 

14:00-14:10 審計新村介紹 西區審計新村  

14:10-14:30 審計新村導覽 西區審計新村  

14:30-16:30 媒合面試 至各廠商店內進行

面試 

 

16:30-17:00 繳回媒合志願表 西區審計新村 繳回媒合志願表 

         光復新村場 

時間 事項 地點 備註 

 報到 光復新站-創業青年

服務中心 

繳交報名表、個資同意

書與實習老師同意書 

15分鐘 光復新村介紹 光復新站-創業青年

服務中心 

 

https://reurl.cc/e6NZ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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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鐘 光復新村導覽 霧峰光復新村  

 媒合面試 至各廠商店內進行面

試 

 

 繳回媒合志願表 光復新站-創業青年

服務中心 

繳回媒合志願表 

(4) 說明會當日請攜帶以下資料: 

 將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之實習報名表、個資同意書、實習指導老師同意書，

印出並簽章。 

 如有其他能力證明附件(如作品集或是競賽、參與相關活動之證明文件)，可以

任何形式當日備妥或以電子檔案寄給業者參考。 

3. 實習錄取名單公告: 

(1) 公告時間：111年 5月 31日（二）。 

(2) 公告方式: 於「光復新村」粉絲專頁、「摘星青年築夢臺中」粉絲專頁公告，並

以電子郵件通知實習錄取學生。 

(3) 公告後請留意電子信箱內之通知信件，並於時限內完成信件內確認表單，未完

成表單者視同放棄。 

4. 實習生教育訓練: 

  待定，請注意相關通知。 

5. 正式實習: 111年 7月 1日 (五) 至 8月 31日 (三) 

柒、遴選與媒合 
學生報名後，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議遴選出實習學生，並公告於

「光復新村」粉絲專頁、「摘星青年築夢臺中」粉絲專頁。 

1. 實習媒合：報名學生將由參與的廠商業者依其報名資料及專長進行配對，若雙方

配對一致，則該學生列為入選名單，並交由主辦單位統合名單。 

2. 實習結束後，會由實習業者頒發實習證明，而學校的實習認證需自行確認。 

https://www.facebook.com/catchstarTaichung/?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catchstarTaichung/?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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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習業者簡介 

審計新村場 

業者 巷弄 森多 

需求人

數 
2 1 

實習內

容 

品牌營銷實務與後台管理攝影等，推

薦對於美感、攝影或者被攝有興趣的

同學參與，除了室內工作以外也會參

加市集(會熱會曬)或是戶外攝影與些

許雜務，業務十分繁雜非誠勿擾。 

這份實習可以學到礦石與飾品設計的

基本知識，如時間可行的話也會帶一

點製作教學，需要銷售所以希望是敢

與陌生人對話或是願意學習銷售的同

學參加 

1.尋找有行銷、數位媒體技能的學

生，執行基本的行銷計畫提案執行。 

2.近期我們將開設新的店面（植物＆

咖啡店），有可能需要兩邊跑，所以有

交通工具最好。 3.偶爾顧顧店，招呼

客人，當當審計植物店銷售員。 4.有

基本美編技能更好（AI.PS），偶爾幫

我們設計師去去背之類小雜事。 我們

設計師很厲害，有自己開工作室，可

以跟他偷學幾手。 5.會教您基本植物

認識、種植等園藝技巧。 6.上班時

間：10:30~18:30，一天八小時。睡飽

再來上班，下班剛好吃晚餐。 7.位在

審計新村內，偶爾放風可以逛逛市集

拍拍網美照。 8.基本都會配個的人帶

你，不會讓你驚慌失措。 

提供時

數 
120 240~360hr 

其他需

求 

餐費一日 100圓與額外業績分紅 

(不定) 

近期我們將開設新的店面（植物＆咖

啡店），有可能需要兩邊跑，所以有交

通工具最好。沒有的話可能需自行搭

公車。 

建議科

系 
不限科系 數位媒體系 

實習福

利 
午餐津貼-150元/天 

月休 : 10天 餐費交通費經貼 : NT$ 

5,000 / 月 其他福利 ：至少聚餐一

次 （不強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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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新村場 

業者 陶慈多肉工作坊 河神幼兒藝術工坊 茶境天使 

需求人數 2 2 4 

實習內容 

1-協助燒窯與陶藝教學

等事宜（無經驗可以、

但是要不怕熱） 

2協助拍照紀錄並作成

影片（有提供相機） 

河神幼兒藝術工坊是由正式專任

學前合格教師以及專業平面、商

品設計師共同組成，歡迎對於創

業或學前教育師資、平面動畫商

品設計有興趣的夥伴加入，我們

提供資源與空間，讓你自由自在

的創新與實踐！ 

1.經營店面、客群互動 

2.學齡前幼兒教育玩具設計與製

作 

3.藝術課程 DIY教案設計與現場

實作 

4.線上媒體行銷圖文製作與企劃 

網路行銷/影片製作剪輯

/產品攝影/行銷策劃/文

案撰寫/產品創意研發/

店舖運營 

提供時數 240 240 240 

其他需求 不怕熱 可議 無 

建議科系 設計科系 不限科系 行銷科系 

實習福利 
有舉辦 diy時，有供餐

及保險 

◆ 獎金福利：紅利(依公司獲利

狀況提供)、勞動禮金(劵) 

◆ 休假福利：週休二日、特休 

◆ 成長福利：員工在職教育訓

練 (內部訓練、外部訓練)、幼

兒教育專業訓練課程、輔考教師

甄試、教師檢定、ＡＩ ＰＳ 

ＰＲ製圖軟體應用 

◆ 輔助福利：員工制服 (現場

人員) 

◆ 餐飲福利：免費員工午餐 

依照相關規定，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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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米子泥研 咖啡地方 咕嚕手作室 

需求人數 2 1 1 

實習內容 
專案設計、植物照

護、銷售服務 餐飲服務、清潔、介紹 
餐飲服務、視覺設計及 

行銷服務、活動企劃執行 

提供時數 依學校規定 120 依學校規定 

其他需求 
設計系 

(可攜帶作品集) 

熱愛與人互動、交談。 親切。

有美感者佳。 
有視覺設計專長加分。 

建議科系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實習福利 面議 
免費飲品、咖啡相關知識學習。

時薪視實際狀況而定。 
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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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跳舞的酒香 Daz.work 甜園本舖 

需求人數 2 1 3 

實習內容 
餐飲的販售、製作、

服務、清潔，等等 

飾品製做、商品販售、商品

攝影、線上銷售經營、植物

養護 

認識產品、多平台商品上下

架、了解商品折扣、簡易美

編、修改照片、活動發文、

出貨印單、 

影片拍攝跟剪輯，我們主要

是電商，所以直播也會學到~ 

只要是網路現在的行銷方式

我們都會教~ 

提供時數 依學校規定 360 依學校規定 

其他需求 機車駕照 無 有視覺設計專長加分。 

建議科系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實習福利 面議 供午餐、交通費補貼 
薪資$5000、餐費+交通費

$1000、獎金$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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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Good form PULP泥研植物所 
Yu-Jhen 的繪圖 

小町 

需求人數 2 1 3 

實習內容 

●微小完美主義設計實習生：我們

正在尋找對於傳統工藝有所興趣及

擁有創意產品想像的人，只要有一

點技能的點到創意及願意挽起袖子

不怕手髒髒、空間髒髒，做出產品

時能夠為一點點的瑕疵感到不舒服

的微小完美主義者，同時做出美美

的產品產生大量成就感的人，對，

就是你，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

人！！ 

●熱情滿分行銷企劃實習生：我們

正在尋找活潑有想法的行銷企劃實

習生，想要了解一個品牌的成長及

計畫的實踐流程，對於市集的擺攤

及如何自己辦理市集的流程有所興

趣，賣出產品會有很大的增就感，

同時想要了解如何與其他品牌進行

合作推出行銷模式，學校沒有辦法

成為的樣子都能夠有機會有計劃地

被呈現。 

水泥盆器、生活小物泥

作製作、各類風格植栽

種植照顧及製作、現場

販售介紹 

產品銷售介紹、店

面管理 

提供時數 240 360 240 

其他需求 無 無 

建議對設計包裝手

工、門市銷售技巧

有興趣者來嘗試 

建議科系 

不限科系 

(設計系請帶作品级 

/電子檔即可)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實習福利 

彈性工作時間、每週上班天數 

不定時下午茶 

每月一次免費美味大餐夜 

學習計畫撰寫辦法及實踐流程 

每月車馬費支付、市集車馬費支付 

市集完成行銷任務有額外獎金 

提供午餐餐費 
餐費補助每日 100、

業績達標獎金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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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魯西歐咖啡 Carol 皮革手作 吾革事 

需求人數 2 1 2 

實習內容 菜單設計 
商品拍照上架，實體店面銷

售 

皮件製作、賣場管理、協助

教學 

提供時數 360 120 120 

其他需求 無 無 有皮件製作經驗者優先 

建議科系 設計科系 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實習福利 餐費 銷售抽成 10% 餐費，其他福利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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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 

備註 1：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僅供本次實習身份識別及活動聯繫使用。 

姓名  學校/系所/班級 
 

聯絡電話(市話)  聯絡手機 
 

E-mail  Line ID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指導老師職稱 
 

實習指導老師 

聯絡手機 
 

實習指導老師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FB帳號及網址 (fb或部落格(二選一)，請務必填寫) 

個人部落格 (fb或部落格(二選一)，請務必填寫) 

個人簡介 (請詳述至少 100字以上說明，請附上大頭或生活照至少一張) 

報名實習基地 □西區審計新村   □霧峰光復新村 

專長項目 

 專長/興趣類型：(至少勾選二項以上 / 可複選) 
⬜陶藝          ⬜平面設計  ⬜文創手藝 

⬜雕塑          ⬜繪畫創作  ⬜攝影紀錄 

⬜文案寫作      ⬜網路行銷  ⬜行銷企劃 
⬜音樂表演      ⬜其他： 

 

 簡單說明過去曾經策劃過的行銷或企劃內容或作品製作過程: 

(請詳述至少 100字以上說明，有作品者請附上作品集電子檔，於寄送報

名文件時，一併夾帶檔案) 

 

我已閱讀上述簡章所列之權利與義務內容，並了解本人於實習中的各種規範，應依業者配合其實習行程

活動推廣服務，願意於活動期間以熱情開闊的心胸，參與實習。 

 

           申請人簽名(實習學生):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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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書面同意書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委託機關名稱：勞工局創業服務平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 

2. 蒐集目的：為執行 111年勞工局創業服務平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實習

徵選相關事務之用途。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連絡方式、教育、職業、粉絲頁分享、LINE

實習照片及心得分享等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勞工局創業服務平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

青年服務中心對於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將遵循於實習執行期間依規定使用您的個人資

料，不另做其他用途。 

5.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6. 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本主辦單位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本人已充分知悉  貴主辦單位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主辦單位辦理勞工局創業服務平

台/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實習徵選進行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實習學生):                                            （簽章）                                              

 

 

立同意書人(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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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習指導老師同意書 
 

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生日  備註 

學校/系級  

住家 

電話 
 

 行動 

電話 
 

學     號  E-mail 

信箱 
 

 

 

實習指導老師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 級職 姓      名 

   

電話  

通訊地址  

＊貴校實習指導老師，為實習學生於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中心，實習期間之

聯絡窗口，應於學生實習兩個月當中，協同了解學生之實習情況。 

 

     實習指導老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